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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题的情境化是指将试题与真实的问题情境相融合ꎬ寓知识的考查于实际的问题解决

之中ꎮ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开始在本科生神经生物学期末考试中引入

情境化试题ꎮ 本文对情境型试题的问题情境设置技巧进行了回顾性总结ꎬ并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本科生神

经生物学期末试卷为例ꎬ对情境型试题与试卷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情境型单选

题比非情境型单选题难度系数降低ꎬ即难度增加ꎬ区分度升高ꎻ情境型单选题部分的得分与其试卷总分

呈正相关ꎮ 因此ꎬ情境化命题有助于提高试卷区分度ꎬ并能够更好地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

实际应用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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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ꎬ不仅

发挥着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作用ꎬ还具有督促学

生复习巩固促进教师了解其授课情况和进行相应

改进的作用ꎮ 但是ꎬ考试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
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ꎬ与试卷质量有着密切

的联系ꎮ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在多

年的教学改革中ꎬ一直在探索提高神经生物学试卷

质量的方法ꎬ力求准确、客观地评价医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ꎬ尤其关注其理解、应用知识和综合分

析问题的能力ꎬ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对部分知识

点的考核采取了情境化试题ꎮ
试题的情境化是指将试题与真实的问题情境

相融合ꎬ寓知识的考查于实际的问题解决之中[１]ꎮ
这些情境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材料为基础ꎬ具有呈

现方式活泼、开放性较强等特点ꎬ有利于对学生运

用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ꎬ以及加强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２]ꎮ 在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

物学系的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中ꎬ单选分数占到试

卷总分值的 ３０％ꎬ包含了情境型和非情境型 ２ 种题

型ꎮ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ꎬ情境型试题的题干通常

为简单情境或者病例的描述ꎬ重在考查学生的综合

分析和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ꎻ而非情境型试题更

趋向于传统的记忆型试题ꎬ题干直接明了ꎬ多考查

学生对知识点的识记情况ꎮ 从形式上ꎬ情境型试题

比非情境型试题题干更长ꎬ内容更复杂ꎬ信息更丰

富ꎬ这也就意味着情境型试题的命题难度更大ꎬ要
求更高ꎮ 本研究结合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

物学系多年来在神经生物学试卷情境型单选题命

题方面积累的经验ꎬ对情境化命题的问题情境的设

置技巧进行了回顾总结ꎬ并对情境型和非情境型 ２
种单选题型与试卷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资料

选择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

医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神经生物学期

末试卷单选题为研究对象ꎬ并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北京

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４ 级基础医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

３１６ 名本科生的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为例ꎬ对情境

型和非情境型单选题与试卷质量相关的指标进行

了比较分析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ꎮ 对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中ꎬ情境型单选题命题

所使用的问题情境设置技巧进行了总结ꎬ并选取部

分典型题目作为例证ꎻ同时ꎬ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神经生

物学期末试卷中ꎬ情境型和非情境型单选题的难度

系数和区分度以及学生在 ２ 种题型中的得分与其

试卷总分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ꎮ
难度系数( Ｐ) 通过下列公式计算:Ｐ ＝ Ｒ / Ｎ ×

１００％ꎬ其中 Ｒ 为通过该题目的人数ꎬＮ 为全体被试

人数ꎬＰ 即题目的通过率为难度系数[３]ꎮ Ｐ 越趋近

于 ０ꎬ难度越大ꎻ反之ꎬ越趋近于 １ꎬ难度越小ꎮ Ｐ <
０ ３ 的题目为难题ꎬ０ ３≤Ｐ<０ ７ 的题目为中等难度

题ꎬＰ≥０ ７ 的题目为简单题ꎮ
区分度(Ｄ)指测验题目对被试的心理特征的

区分能力ꎬ通过下列公式计算:Ｄ ＝ ＰＨ －Ｐ Ｌꎬ其中 ＰＨ

为高分组(排名位于考试总人数的前 ２７％)在该题

的通过率ꎬＰ Ｌ为低分组(排名位于考试总人数的后

２７％)在该题的通过率ꎬＤ 即通过率差为区分度ꎮ Ｄ
值越大ꎬ区分度越好ꎮ Ｄ<０ ２ 时表示题目的区分度

差ꎬ０ ２≤Ｄ<０ ４ 表示题目的区分度中等ꎬＤ≥０ ４
表示题目的区分度良好ꎮ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Ｐｒｉｓｍ ５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作图和统计分

析ꎬ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组间比

较采用 ｔ 检验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对不同题

型得分与试卷总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ꎮ Ｐ<０ ０５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 １　 神经生物学情境化命题中的问题情境设置技巧

　 　 我们对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单选题中所用到

的问题情境设置技巧进行了回顾性总结ꎬ并选取了

５ 对具有相同或相似知识考点ꎬ但分别采用了情境

型和非情境型 ２ 种题型的部分试题ꎬ对其难度系数

和区分度进行了比较ꎮ 结果表明ꎬ在考点相同或相

似的情况下ꎬ情境型试题比非情境型试题难度系数

降低ꎬ同时区分度有所提升ꎮ
２ １ １　 展示具体的实验结果而非直接表述相关概

念　 对于一些概念或专业名词ꎬ部分学生可能只是

机械记忆ꎬ而未真正理解其内在含义ꎮ 这时ꎬ应用

简单、直观的非情境型试题ꎬ就难以对这部分学生

进行区分ꎮ 而当引入实验结果等具体情境时ꎬ学生

只有真正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时ꎬ才能从中提取出

相关概念ꎬ正确作答ꎮ 有关日节律调控中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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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及结果举例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

试卷有关日节律调控中枢的不同题型及结果分析

题型 考试题目

非
情
境
型

下丘脑控制日节律的关键部位是:(Ｄ)

Ａ 前核ꎻＢ 视上核ꎻＣ 外侧核ꎻＤ 视交叉上核ꎻＥ 弓状核

情
境
型

下图是对恒温环境中饲养的松鼠猴进行体温监测的结果ꎬ调节其

体温产生此规律性变化的中枢位于下丘脑:(Ｅ)

　 Ａ 前区ꎻＢ 视前区ꎻＣ 弓状核ꎻＤ 视上核ꎻＥ 视交叉上核

　 　 注:图片改编自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第二版第 ６３１ 页ꎻ非情

境型考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３１６ꎬ难度系数 ０ ８６(易题)ꎬ

区分度 ０ ２８(中等)ꎻ 情境型考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２７１ꎬ

难度系数 ０ ５６(中等难度题)ꎬ区分度 ０ ４２(良好)

２ １ ２　 以科研为背景创设问题情境　 医学上的许

多重要发现都伴随着研究而产生ꎬ借助这些科学实

验可以创设问题情境ꎮ 这类题目除了可以考查学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其逻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之

外ꎬ对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ꎬ培养其科研兴趣也将

发挥积极的作用ꎮ 两种情境下有关下丘脑饱食中

枢和进食中枢的不同题型及结果举例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

有关下丘脑饱食中枢和进食中枢的不同题型及结果分析

题型 考试题目

非
情
境
型

刺激下列哪个脑区可以引起动物摄食增加:(Ｂ)

Ａ 下丘脑内侧区ꎻＢ 下丘脑外侧区ꎻＣ 中脑网状结构ꎻＤ 边缘

叶ꎻＥ 视上核

情
境
型

１９４０年ꎬＡ Ｎ 赫瑟林顿和 Ｓ Ｗ 兰森通过破坏大脑的某一区域

制备了肥胖的动物模型ꎮ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ꎬ如果将葡萄糖

注射到该区域ꎬ则可以引起该部位神经元的显著放电ꎬ若长时

间对该区域给予葡萄糖ꎬ则可以引起动物消瘦ꎮ 请根据所学

知识推测该脑区位于下丘脑:(Ｄ)

Ａ 室旁核ꎻＢ 视前核ꎻＣ 视上核ꎻＤ 腹内侧核ꎻＥ 腹外侧核

　 　 注:非情境型考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２３２ꎬ难度系数

０ ９２(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１６(差)ꎻ 情境型考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考生

人数 ３２９ꎬ难度系数 ０ ８８(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２２(中等)

２ １ ３　 以疾病为背景创设问题情境 　 选取适当

的疾病ꎬ将基础医学知识融入其中ꎬ学生需要从疾

病信息中提取出相关概念作答ꎮ 为了保证这些疾

病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ꎬ命题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

临床医学知识ꎮ 有关听觉性语言中枢的功能及其

定位的不同题型及结果举例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

有关听觉性语言中枢的功能及其定位的不同题型及结果分析

题型 考试题目

非
情
境
型

患者可以讲话和书写ꎬ也能看懂文字ꎬ听觉也正常ꎬ但听不懂别

人的谈话ꎬ此种语言功能障碍称为:(Ｂ)

Ａ 运动失语症ꎻＢ 感觉失语症ꎻＣ 传导失语症ꎻＤ 流畅失语症ꎻ

Ｅ 失读症

情
境
型

刘大爷今年 ６８岁ꎬ有高血压病史 １３年ꎬ前一段时间因气温骤降突

然发生昏迷ꎬ送医院急救ꎬ诊断为脑出血ꎮ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疗后ꎬ刘大爷身体的各项指标有明显恢复ꎬ但却出现了一种奇

怪的现象:可以说话ꎬ也能看报纸ꎬ听觉也正常ꎬ但总说听不懂

别人在说什么ꎬ对原先最喜欢收听的新闻广播也没有兴趣了ꎮ

请推测出血最可能引起了刘大爷下列哪一脑区的损伤:(Ｅ)

Ａ 角回ꎻＢ Ｂｒｏｃａ 区ꎻＣ Ｗｅｒｎｉｃｋｅ 区ꎻＤ 额中回后部ꎻＥ 颞上回

后部

　 　 注:非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３１６ꎬ难度系数

０ ９２(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１６(差)ꎻ 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考

生人数 ３２９ꎬ难度系数 ０ ７０(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４２(良好)

２ １ ４　 对临床表现进行具体的描述而非直接指出

其特征　 医学中ꎬ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被冠以形

象而生动的专业名词ꎬ如蹒跚步态、喷射性呕吐、舞
蹈样动作等ꎬ学生记忆深刻ꎮ 但是ꎬ部分学生可能

并未真正理解其含义ꎬ只是简单记忆ꎬ当看到某种

疾病临床表现时ꎬ并不能与相应的专业名词形成关

联ꎬ因此不能正确作答ꎮ 有关去大脑僵直的概念及

其产生机制的不同题型及结果举例详见表 ４ꎮ

表 ４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

有关去大脑僵直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的不同题型及结果分析

题型 考试题目

非
情
境
型

患者出现去大脑僵直现象ꎬ意味着病变已经严重侵犯:(Ｃ)

Ａ 脊髓ꎻＢ 延髓ꎻＣ 脑干ꎻＤ 小脑ꎻＥ 大脑皮质

情
境
型

某患者出现头向后仰ꎬ上下肢僵硬伸直ꎬ上臂内旋ꎬ手指屈曲的表

现ꎬ意味着病变可能造成了下列哪种损害:(Ｅ)

Ａ 脑干网状结构与小脑的联系中断ꎻＢ 脑干网状结构易化区大

部去除ꎻＣ 脑干网状结构与前庭核的联系中断ꎻＤ 脑干网状结

构抑制区大部去除ꎻＥ 脑干网状结构与高位抑制区的联系中断

　 　 注:非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３１６ꎬ难度系数

０ ９２(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０７(差)ꎻ 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考

生人数 ３２９ꎬ难度系数 ０ ６３(中等难度题)ꎬ区分度 ０ ３６(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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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５　 利用解剖学或组织学形态图代替文字性描

述　 神经生物学是一门集组织学、解剖学、生物化

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于一体的交叉学科ꎬ其中ꎬ
来自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形态学知识为进一步的功

能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在命题中ꎬ我们可以使

用一些脑区大体解剖和微观组织学结构图代替文

字性描述ꎬ考查学生对神经系统不同学科知识进行

整合的能力ꎮ 有关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构成的

不同题型及结果举例详见表 ５ꎮ

表 ５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试卷

有关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构成的不同题型及结果分析

题型 考试题目

非
情
境
型

与脑干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功能密切相关的丘脑核团为(Ｃ):

Ａ 特异性感觉接替核ꎻＢ 丘脑联络核ꎻＣ 髓板内核群ꎻＤ 丘脑

后腹核ꎻＥ 丘脑外侧腹核

情
境
型

脑干网状结构内存在着具有上行唤醒作用的功能系统ꎬ称为脑

干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ꎬ与该系统功能关系最为密切的丘

脑核团为下图所示(Ｅ)区域

　 　 注:表中图片改编自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第二版第

４２９ 页ꎻ非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考生人数 ２２９ꎬ难度系数

０ ９(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１８(差)ꎻ 情境型考试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考

生人数 ２７１ꎬ难度系数 ０ ８０(易题)ꎬ区分度 ０ ３８(中等)

２ ２　 ２ 种类型试题的难度系数和区分度的比较

　 　 我们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４ 级基

础医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 ３１６ 名本科生神经生

物学期末试卷进行了分析ꎮ 试卷共有单选题 ３０ 题

(１ 分 /题)ꎬ其中 ２３ 题为非情境型试题ꎬ７ 题为情境

型试题ꎮ 结果显示ꎬ情境型单选题的难度系数

(０ ７１±０ １８)低于非情境型单选题(０ ８４±０ １１)ꎬ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 ２５６ꎬＰ ＝ ０ ０３)ꎻ情境

型单选题的区分度(０ ３７±０ １５)高于非情境型单选

题(０ ２２ ± ０ １４)ꎬ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２ ４４７ꎬＰ＝ ０ ０２)ꎮ 这表明ꎬ情境型试题比非情境型

试题的难度系数降低ꎬ即题目难度加大ꎬ但区分度

升高ꎮ
　 　 我们对参加考试的 ３１６ 名本科生的情境型单

选题的得分(满分为 ７ 分)情况进行了统计ꎮ 结果

显示ꎬ最低的 ２ 分ꎬ仅有 １ 人ꎻ最高的 ７ 分ꎬ有 ６９ 人ꎻ
５ 分和 ６ 分的人数最多ꎬ分别为 １００ 人和 ９７ 人ꎬ得
分整体上呈正态分布ꎬ提示题目难度适中ꎮ
２ ３　 ２ 种题型单选题得分与试卷总分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对 ３１６ 名本科生分别在情境型单选题和

非情境型单选题部分的得分与其试卷总分的相关

性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情境型单选题的得分与

其试卷总分呈正相关关系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
０ ６０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ꎬ具体结果详

见图 １ꎮ 而非情境型单选题的得分与其试卷总分无

相关性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 ０ ０５８ꎬ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０ ３１)ꎬ具体结果详见图 ２ꎮ

图 １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考试 ３１６ 名考生

情境型单选题得分与试卷总分的相关性分析

图 ２　 北京大学医学部 ２０１７ 年神经生物学期末考试 ３１６ 名考生

非情境型单选题得分与试卷总分的相关性分析

３　 讨论

３ １　 情境型试题命题技巧

当前教育改革的主题是培养创新能力ꎮ 情境

型试题由于被考查的知识点隐含在具体的问题情

境中ꎬ需要中间的“读取”过程ꎬ因此与传统的非情

境型试题相比ꎬ情境型试题避免了直截了当的“问”
“答”形式ꎬ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实际应用

能力的考核ꎮ 情境型试题的这些特点使其更加适

应当前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ꎮ 而如何设置

或引入合适的问题情境ꎬ是情境化命题的关键环节

和难点所在ꎮ 对于问题情境的设置ꎬ我们突破了现

行临床医学学科考核中常用的临床情境范畴ꎬ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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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础医学学科的特点进行了拓展ꎮ 这些方法可

以总结为 ２ 类:“研究”相关和“临床”相关ꎮ 其中ꎬ
前者基于一定的科学研究过程或结果ꎬ而后者基于

相应的临床表现或临床病例而设立的ꎮ 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ꎬ情境化命题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ꎬ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科研功底、一定的临床

医学知识和较为丰富的跨学科知识ꎮ 此外ꎬ由于情

境化命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ꎬ因此ꎬ相关

政策支持和适当的激励机制对于情境化试题的实

施和推广也是必不可少的ꎮ
３ ２　 情境型试题有助于提高试卷质量

难度和区分度是评价试卷质量的主要指标ꎬ从
本文情境型试题与非情境型试题一对一的比较举

例情况来看ꎬ在考点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ꎬ情境型

试题比非情境型试题的难度系数降低ꎬ同时区分度

升高ꎬ对高分和低分学生的区分程度增加ꎮ 因此ꎬ
情境型试题有助于提高试卷质量ꎮ 虽然本研究仅

以单选题型为例ꎬ对情境型和非情境型试题的试卷

质量相关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ꎬ但多年来的教学实

践表明ꎬ情境型试题的应用及其优势不限于单选

题ꎬ在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等多种题型中均可以使

用ꎮ 此外ꎬ情境型试题在除神经生物学之外的其他

基础医学学科考核中也可以应用ꎮ
３ ３　 情境型试题有利于对学生能力的考核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生在情境型试题的得分与

其试卷总分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而非情境型试

题无此相关性ꎬ这表明情境型试题能够更好地反映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

力ꎮ 比利时著名教育学家易克萨维耶罗日叶曾

经提出ꎬ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要发展学生的能力ꎬ能
力＝(素能×内容) ×情境ꎬ“素能”指做某事的本领、
禀赋ꎬ包括识别、比较、记忆、分析、综合、抽象、观察

等ꎬ“内容”不仅局限于学科知识ꎬ尤其强调方法论

知识[４]ꎮ 传统考核方式的主要内容局限于知识和

技能ꎬ而这些知识和技能脱离于实际环境ꎬ不能反

映学生的真正能力ꎮ 情境型试题主张通过问题情

境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ꎬ其中ꎬ情境为知识的运

用提供了支撑ꎬ而知识作为工具出现[５]ꎮ 因此ꎬ情
境型试题实际上考查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ꎮ
综上所述ꎬ考试经常被称为教学过程中的指挥

棒ꎬ对“教”与“学”具有双方面的引领作用ꎮ 考试

命题的科学化是考试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６]ꎮ 本

文通过对情境型和非情境型试题的比较分析ꎬ表明

情境型选择题具有更高的区分度ꎮ 并且ꎬ从 ３１６ 名

本科生的得分情况来看ꎬ情境型选择题得分能够更

好地体现其知识水平ꎬ从而为情境化命题的推广应

用提供了重要依据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虽然传统的

非情境型试题在能力考核方面不具优势ꎬ但其简洁

明了ꎬ考查效率高ꎬ因此ꎬ对于一般的通过性而非选

拔性课程考核而言ꎬ也不能完全抛弃非情境型试

题ꎬ而是适当地加入一定比例的情境型试题ꎬ从而

更好地实现对具有不同知识层次的学生进行区分

和能力考核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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